(加东）海洋省 11 天经典精选游
(PEIF11-B) 独家住宿：世界著名游览景点 “尼亚加拉大瀑
布”风景区
★奥特莱斯 COLLECTION OUTLET 疯狂购物
★乘坐豪华水陆两用游船畅游美丽的哈利法斯港，绝对不容
错过的海洋省闻名龙虾海鲜大餐
★清秀佳人的故乡，观赏芬迪湾河水倒流奇景，好望角观赏
“海潮”奇观，解开磁力山之谜
★ 圣约翰市瞭望台-天空走道 skywalk on Reversing Falls
★深度游览多伦多市区、加拿大国家塔、卡萨罗马城堡、乘
搭观光船遨游观赏安大略湖畔
★送：10 天早餐 (或早餐盒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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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月

5 月 25 日

年

6月

每周二、五

双人房

7月

每周日、二、五

三人房

时

8月

每周日、二、五

四人房

间

9月

每周二、五（14 号后周五）

单人房

出
发

超

值

价

格（每位 CAD$; 需要加额外 5% GST）

1304
419
469
2189

(2-8 天)巴士 VIP 座位 $ 12.00/人/天 *定团的时候必须同时预定收费,保证前三排座位
*多倫多酒店每房送 2 位早餐；额外早餐 CAD20/每位/每天
D1:原居地--多伦多，

抵达多伦多后，送往住宿酒店。

酒店：全程三星
D2:多伦多-千岛湖-渥太华-蒙特利尔 *每房送 2 位早餐
多伦多出发前往加拿大三大自然奇景之一的“千岛湖”，乘
坐千岛湖观光船(自费)，然后前往首都渥太华的国会山庄
（外观）参观“加拿大战争博物馆”(自费)黄昏将带您进入
蒙特利尔,返回酒店休息
D3:蒙特利尔-新布伦瑞克省-弗雷德瑞克登， 早晨穿越圣劳
伦斯河继续向东岸前进，前往新布伦瑞克省。一路上领略加
国东岸的壮丽山河。午餐后前往全球最长之哈特兰廊桥。黄
昏进入纽奔驰域省首府弗雷德瑞克登市。感受纽省首府的庄
严古朴。晚餐后入住酒店。
D4:弗雷德瑞克登-哈利法克斯-佩姬湾， 前往加国另一海洋
省（新斯科舍省）中午到达省府哈利法克斯市，团友可（自
费）乘坐水陆两用车畅游东岸最大的港口哈利法克斯港，品
尝鼎鼎有名的大西洋龙虾午餐（自费）。继而前往如诗如画
的佩姬湾渔村。随后回到哈利法克斯品尝独家安排的日本海
鲜料理（自费），之后入住酒店。
D5:哈利法克斯-夏洛特镇-蒙克顿市，前往加国最迷你省份
“爱德华王子岛省”。参观誉为联邦自由摇篮的夏洛特镇，
宣告联邦成立的议会大楼“安妮绿色小屋”也为游人必到之
处。在此您可重拾“秀丽佳人”故事的历史背景。岛上之美
丽红海滩，让您体验小岛渔村生活。更能品尝丰盛地道的龙
虾晚宴(自费), 进入新布伦瑞克省第二大城市蒙克顿市
D6:蒙克顿市-圣约翰市， 前往全世界最大的龙虾像参观，之
后乘车前往磁力山，探索神奇自然磁力的奥妙。午餐后，参
观新芬迪海湾省立公园，世界最大之潮水落差形成沿岸好望
角湾的石林奇观。然后到达海湾城市–圣约翰市，观赏河水
倒流。走上全新刺激瞭望台天空走道（自费），饱览圣约翰
市的海湾景色。晚餐后返回酒店休息。

D7:圣约翰市-魁北克， 早上离开圣约翰市，前往魁北克古
城，加国最古老的城市，极具欧洲风情。在最高的瞭望台（自
费）环观全市风光，远眺圣劳伦斯河，威武要塞及古战场，炮
台公园，省议会大厦，完整的古城墙，古堡广场等等，充满法
国风情。露天酒吧，马车游城，古堡豪华酒店等等,古意盎然
的令人驻足难移，尽享热情如火的法式浪漫温馨情怀，可在浪
漫情调下品尝豪华法式晚餐（自费），餐后入住酒店休息。
D8:魁北克-蒙特利尔-多伦多 *每房送 2 位早餐
晨曦初露, 前往蒙特利尔, 参观 1976 年的奥林匹克村, 继而登
上世界最高的斜塔- 奥运斜 塔(自费), 参观奇趣生态馆（自
费)。 黄昏时分抵达多伦多酒店。
D9:多伦多-尼亚加拉大瀑布 *每房送 2 位早餐
出发后途经多伦多市中心，驱车前往尼亚加拉大瀑布。首先观
赏 IMAX 电影(自费)，了解瀑布历史和传说，其后自费登上[瀑
布云霄塔]鸟瞰瀑布的宏伟壮观。午餐后自由活动，可乘搭
“吹号手”瀑布观光船*(自费) 4 月-11 月， 近距离观赏气势
磅礴的瀑布。 入住酒店后， 客人可自由活动， 享受大瀑布独
特景致， 摩天轮， 鬼屋， 博物馆，瀑布，各大赌场一试手
气，各适其所，精彩不停 。
D10:尼亚加拉大瀑布-奥特莱斯-多伦多 *每房送 2 位早餐
早上前往加国全新最大的奥特莱斯 COLLECTION OUTLET 名
牌直销购物中心疯狂采购 ，多间时尚名牌店琳琅满目， 令您
购物畅快淋漓，出手无忧。其后前往参观及品尝加拿大地名特
产冰酒，最后送达多伦多酒店。
D11:多伦多市区-原居地， 早上出发，到达多伦多市中心途径
省议会，多伦多大学，唐人街中国城，等等。之后登上加拿大
国家塔 CN 塔(自费)。再到安大略湖畔中央岛（约于 4 月至 10
月期间)，搭乘观光船(自费)观赏多伦多市区壮观景色，自费午
餐后参观卡萨罗马城堡(自费)。最后驱车前往约克戴尔名牌购
物中心，黄昏时分送达多伦多国际机场, 自行办理登机手续,返
回原居地，结束愉快的旅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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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dmission Fee

Adult

Child

$28

$ 12.00 (6-12 )

千岛湖游船 1000
ISLANDS CRUISE (约

国内接机: at Arrival Hall - Subway fast food restaurant

于 4 月至 10 月期间)

国际接机: at Arrival Hall - Guest information center,
$19

水陆两用车 HARBOUR
HOPPER

$ 12.00 (3 –12)

between the point E & F (接机大堂的 ‘咨询中心’，位于

$ 23.00 (6–15)

出口 E 和 F 之间) （取行李后，直走到出口）

$42

$ 14.00 (1- 5)

* 由于免费接应服务数量大，地接社有可能会将前后相隔时间

$15

$9

圣约翰市天空走道 skywalk Reversing

较近的游客一并接应，可能会给您造成 20-30 分钟的等候时
间，敬请谅解。

Falls

* 如果由于临时航班时间改变或者延迟而造成没有按照原定时

魁北克塔（瞭望台）
Quebec Tower

$14

免费

(0-12 )

$23

$12.00 (5-12

$20

$12.00 (5-12 )

$14.50

$ 10.50 (4-12 )

蒙特利尔奥林匹克塔
MONTREAL TOWER
自然生态博物馆
BIODOME

IMAX

排接机事宜。

团费包括
括您往返出发地的机票和相关交通费用所有个人费用和饮食
(导游可以协助安排行程中的餐食，如有需要，请在团上咨询
导游)
导游和司机全程服务费：

尼亚加拉瀑布云霄
塔 NIAGARA FALLS

间到达，请提前拨打电子票上的紧急联络电话以便我们为您安

酒店、旅游巴士、经验丰富的国语/粤语导游和司机团费不包

尼亚加拉瀑布动感立体
电影 NIAGARA FALLS

next to Convenient store (接机大堂的’赛百味快餐店’，
位于便利店旁) （取行李后，直走到出口）

战争博物馆（ WAR
MUSEUM）

-Terminal 3 (3 号机场)

$15.02

$ 9.22 (2-12 )

CAD$（第一天：$6.00/人，每天：$12.00/人/天）

SKYLON TOWER

行程中的门票或自费项目(自费项目和价格可能会因为季节变

吹号手”瀑布观光船

化而有所调整，最终请以出团当天的实际项目和售票窗口的实

Horn blower Niagara

$23

$ 14.00 (5-12 )

Cruise (约 4 至 11 月)

携带美金的贵宾，您需要支付因为美金与加拿大币的汇率不同

卡萨罗马城堡 CASA
LOMA

$ 22.00 ( 14-17 )
$27

$17.00(4 - 13)

$40

$ 29.00 ( 4-12 )

$ 30.50

$ 18.05 (3-12 )

加拿大国家塔 CN
TOWER
中央岛光顾船
TORONTO ISLAND

际价格为准)所有费用均以加拿大币为标准进行核算。对于只

CRUISE

所带来的差额
参团事项:
如需酒店延住，请与我们联系取得报价。请提前到达上车地
点候车。上、下车时间均为参考时间，如因特别情形(如天
气、修路、罢工、封山、旅游车特殊状况)造成车辆晚点，敬
请见谅。 行程的先后顺序和行程内容，可能会根据您的出发

【送机注意事项】

时间等有所调整，请以参团当天导游的安排为准。

* 加拿大境内航班请订购 20:30 以后从多伦多起飞的航班，

· 圣诞节、新年、国庆节、劳动节、纪念日、感恩节或其他长

国际航班请订购 21:30 以后从多伦多起飞的航班

周末假期，团费如有适当的调整，敬请见谅。

【接机注意事项】

· 行程先后次序可能会因出发日期而作调整。

* 我们为您提供多伦多国际机场(YYZ) ) 接机服务(10:0022:00) (每房只安排一次接机，在此接机服务以外的时间接
机或会产生额外费用)，我们的导游将身着黄色工作服在接机
集合地点等候您的到来。
* 接机集合地点：
-Terminal 1 (1 号机场)
国内航班接机点: at Arrival Hall - Bank of CIBC next to
Tim Hortons (接机大堂的’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’，位于
Tim Hortons 咖啡店旁) （取行李后，直走到出口左边）
国际航班接机点: at Arrival Hall - Guest information
center next to Starbucks (接机大堂的 ‘咨询中心’位于
星巴克旁) （取行李后，直走到出口）

· 团体需一起活动，若要离队需征得导游同意以免发生意外。
· 如遇特别情形, (天气, 修路, 罢工, 封山, 旅游车特殊状况) 为
保障旅客权益, 本公司保留调整取消行程的最终解释权。
· 由于贵宾个人原因离团, 公司不做任何退款。
温馨提示：
建议贵宾购买额外旅游、医疗保险、详情可向本公司查询。为
保障您的个人财产安全，我们建议您在旅行期间随身携带个人
贵重物品，不要将贵重物品遗留在大巴/酒店/景点/餐馆等地
点；在任何情况及任何地点下失窃，造成个人财产损失，地接
社及司机、领队导游等均不负任何责任，请您悉知。
所有酒店室内均不允许吸烟，违者罚款$300-350 并承担法律
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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